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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唯一 宁德锂电新能源小镇
入选第一轮全国特色小镇
今年 7 月上旬，在国家发改
委官网公布的首批 16 个精品特
色小镇名单中，宁德锂电新能源
小镇成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的特色
小镇。
位于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宁德锂电新能源小镇，
为先进制造类小镇。该小镇规划
用地面积 5800 亩，以发展新能
源产业为核心，已入驻企业 40
家左右，发明专利拥有量 217 项，
吸纳就业 4 万人，完成特色产业
投资额 210 亿元（人民币，下同）。
2018 年底，该小镇锂电新
能源产业实现产值 450 亿元，年
缴纳税收 27 亿元。
该小镇也以锂电文化为核
心，规划建设新能源 4DVR 体验

馆、双创中心、体验大道、无人
驾驶体验专用道、新能源游船、
游艇等，叠加天生丽质的赤鉴湖，
打造独具特色的锂电新能源特色
文化小镇。
去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了《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
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
知》，从正反两方面正式建立起
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规
范纠偏机制、典型引路机制。
今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在
浙江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召开 2019
年全国特色小镇现场会，公布了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淘汰整改的
419 个“问题小镇”，并推出了
第一批 16 个全国特色小镇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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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宁德新能源小镇。

闽浙木拱廊桥走进高校助力申遗

图为上汽乘用车宁德基地首台通线车下线。 上汽宁德基地供图

上汽宁德基地首台通线车下线
日前，历经 14 个月的“四
干”拼搏，上汽乘用车宁德基
地（以下简称“宁德基地”）在
社会各界的翘首期盼中，顺利
迎来了首台通线车下线。
这预示着上汽宁德主机厂
项目建设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里
程碑，有望今年 10 月投入批量
生产。
宁德基地位于宁德市三屿
园区，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6800
亩，其中主机厂总用地 2100 亩，
物流用地约 690 亩，配套零部
件园区面积约 1462 亩。
“智能制造”在这里得到最前
沿和广泛的运用，智能工厂和
智慧园区成为宁德基地的两大
特点。
占地 72576 平方米的车身
车间，由三条 30JPH 分拼线、
两条 40JPH 主线、一条 60JPH
装调线组成，共有 511 台机器
人。
车间具备机器人点焊、激
光焊、螺柱焊、CO2 焊、自动

涂胶、自动铆接等先进的工序
和工艺，全年产能 30 万台。
总装车间采用动力电池自
动拧紧机器人、玻璃自动涂胶
机器人及轮胎自动拧紧机等高
自动化设备进行车辆的装配或
辅助装配，大大提升自动化率，
提升生产效率；数字化方面采
用 了 RFID 自 动 识 别、 扭 矩 大
数据分析、先进质量监控等技
术。
这些为宁德基地高质量生
产提供强大支撑。
智慧园区，即构建立体化、
智能化、强体验的上汽乘用车
宁德智慧园区。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同
行”Web+App、财务、采购、
人力资源、会议管理系统以达
到智睿办公的目标；通过班车、
员工食堂、充电桩以达到智享
生活的目标；通过访客、门禁、
道闸、停车场管理、安防系统
的设置达到智联安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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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 年文化遗产进
校园——“廊桥申遗、全民参与”
闽浙木拱廊桥全国高校巡回展
先后走进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大学，进
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此次巡回展由闽浙两省七
县（浙江泰顺县、庆元县、景宁
畲族自治县，福建寿宁县、屏南
县、周宁县、政和县）联合发起，
除了向大学捐赠廊桥模型，还
举行木拱廊桥营造技艺模拟建
造展演、国宝廊桥修复与联合
申遗主题报告等，让专家学者
一同参与廊桥申遗，助力闽浙
木拱廊桥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
廊桥，也称虹桥，是一种“河
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
桥廊一体”的古老桥梁样式，
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
石”。
据考证，浙南、闽东地区
保存较好的古代廊桥有 100 多
座，其中列入国保的就有 33 座。
申遗，是保护好廊桥遗产、
弘扬好廊桥文化的重要途径。

早 在 2004 年， 闽 浙 七 县 就 启
动联合申遗工作，并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2017 年 7 月，闽浙七县在

寿宁县签署《中国闽浙木拱廊
桥保护与申遗联盟协定》，共
同推进木拱廊桥保护与申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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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寿宁北路戏。 （拼接图）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拼接图）

屏南后峭村 ：
产业扶贫吹响乡村振兴集结号
在屏南县双溪镇后峭村，过
去的“困山竹”如今成了贫困户
手中的“摇钱树”；草木茂盛、
人迹罕至的深山里，也建起一座
座羊棚，养起了山羊群群。
后峭村，只有 60 多口人，
却拥有 3200 亩竹林。然而，翠
竹并没有给后峭人带来绿色经济
效益，贫困户依然“抱着金饭碗
找饭吃”。
福建省农业厅下派到双溪
镇后峭村的第一书记邹毅，经过
多方调研，推动后峭村与企业实
现村企合作。
    3200 亩竹林平均每亩租金 75
元，签定合同 15 年，每年为当
地村民带来 24 万元的收入。村
集体总投资 50 万元，其中 20 万

元入股，30 万元按投资分红，
每年可获得 3.6 万元利息。
目前，后峭村竹产品销路已
打通，销往福建省政和、建瓯和
浙江省等地。
企业用工优先考虑后峭贫
困户，仅加工、管护、砍伐等用
工达 30 人以上。
邹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含
股份分红收入，村企合作预计每
年可为后峭村村民及村集体增加
300 万元收入。
后峭村山地资源丰富，有山
地面积 2.9 万余亩，其中许多是
草山，村里素来就有山地放养牛
羊的传统。然而，传统优势一直
未能变成脱贫致富的产业优势。
况且养羊不但亏本，而且破坏植

被，影响生态环境。
为解决这一问题，后峭村与
企业成立黑山羊养殖项目，采用
现代的圈养技术，没有污水排放
等污染。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养殖基地由此形成。
饲养黑山羊的草饲料就长
在基地所在的山上，当地村民可
就地取材，现割现卖。黑山羊是
优良品种，养殖黑山羊不仅可以
满足市场的新需求，而且可以增
加后峭村贫困户的就业渠道和经
济收入。
目前，黑山羊养殖项目吸
纳务工人数 10-20 人，每月工资
3000 元左右，预计每年为贫困
户和村集体增收 5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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